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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彩2021年
已中出98个百万大奖

截至 7 月 24 日开奖
前，江苏体彩各玩法已中
出98个百万及以上大奖，
其中，大乐透玩法贡献48
个，7位数贡献22个，在接
下来的开奖中，相信还有
更多精彩绽放，感兴趣的
您可至身边体彩网点体
验。 安妮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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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84期）
开奖结果：前区：02 10 14 30 33后区：06 09
奖等 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6注 6943989元
追加 1注 5555191元

二等奖 基本 130注 92500元
追加 34注 74000元

三等奖 172注 10000元
四等奖 1024注 3000元

体彩“排列3”（第21195期）
中奖号码：6 0 2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84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41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6 0 2 5 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117117注注 100000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84期）
中奖号码：1 6 3 4 8 7+虎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1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60万元，一等奖无人中，
奖池资金累计893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195期）
中奖号码：1 2 4 12 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51注 4089元
二等奖 3753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9万元。
福彩3D（第2021195期）
中奖号码：7 5 2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177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624注 173元
1D 256注 10元
2D 40注 104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7月 23日江苏中奖注数

131504注，中奖金额2660062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11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4 5 11 13 14 25
27 28 33 38 39 44 54 57
58 63 65 70 71 74

这张“盐水鸭漫画记录全员核酸”的
图片7月23日上了微博热搜。“南京人民
真的是太接地气了”“加油鸭”网友们纷
纷评论转发。与此同时，也有网友提醒，

“图中的鸭子好像没戴口罩哦！”对此，胡
松笑着说：“因为鸭子的嘴巴尖尖的没法
画口罩，所以我还专门补画了一张小鸭
子提醒大家戴口罩的画，希望大家都注
意安全。”

采访的最后，胡松说：“我们大南京肯

定可以挺过去的，因为背后有全国人民和
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是我们南京人坚
强的后盾，所以我们一点不慌，用南京话
讲就是‘不要烦唠’！”

加油鸭！朴实又可爱的南京人
80后市民手绘盐水鸭漫画记录全员核酸检测

这两天，一张“盐水鸭漫画记录全员核酸”

的图片刷爆南京人朋友圈。漫画生动展现了

南京市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时接地气的画

面。漫画作者胡松，80后，是土生土长的南京

人。7月21日，他带着全家人在玄武区接受核

酸采样，排队时深有感触，所以画漫画为南京

加油。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

援藏医生心系南京疫情
连夜为抗疫同事创作漫画组图

正在援藏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周海波，心系

南京的疫情。听闻同事们奔忙在抗疫一线，他根据同事们的

故事连夜创作了漫画一组。漫画以多名医护口述为依据，以

一个心血管医生的口吻，描述了医护们的抗疫工作以及对市

民的提醒。 通讯员 顾颐菲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胡松告诉紫牛新闻记者，“我是7月
21日晚上6点多去的，在玄武区的采样
点，当天排队的人很多，我大概排了5个
小时，到晚上 11 点左右才做好核酸采
样。5个小时看似很漫长，但因为排队的
都是老邻居，大家聊聊天，好像时间很快
就过去了。排队时，想起了小时候南京的
暑假，那时候没有空调，到了傍晚大家都
拿着扇子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聊天，那
种久违的童年记忆涌上心头。”当天晚上，
胡松决定画一幅漫画，记录排队进行核酸

采样的场景。
胡松说：“在排队的过程里，我看到了

排成长龙的南京市民，有老人、有小孩，还
有坐着轮椅的，有代家人排队的，有拍照
发朋友圈的，我住的小区是老城区，大家
特别接地气。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医护人
员很辛苦，还有公安民警在维持秩序。我
就把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还原了，画面背
景是居民楼下的小店，鸡鸣汤包、鸭子店，
都是南京最常见的‘家门口’小店，我把它
们都画了进去，感觉很亲切。”

南京人爱吃鸭子，可以说全国闻名，
前两天朋友圈还有一个笑话，“南京人排
队进行核酸采样，错排到了买鸭子的队伍
里去”，这个事儿给了胡松灵感，所以他在
画面的远景处画了买鸭子的队伍，“南京
人夏天嫌麻烦不想做饭，都会斩半个鸭子
回家。”

胡松说，这幅画是自己采样后的第二
天中午画的，大约用了三个小时，“我怕排
队测核酸的感触淡了，所以立刻把它画了
出来。最初设计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盐水
鸭，一个是南京大萝卜，我觉得都挺有意
思，后来觉得盐水鸭更知名，就确定了鸭

子的形象。漫画完成后发到朋友圈，得到
了很多朋友的喜欢，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作为一个从小画漫画的漫画爱好者，
用漫画记录生活是他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他的微博上有不少漫画作品，“这次画鸭
子，是一种记录，我觉得南京人朴实又可
爱、积极乐观，从容面对疫情，不给政府添
麻烦。还有医护人员、公安和志愿者都太
给力。我们虽然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我
们在采样完就走了，医护人员、民警和志
愿者们要一直守着那里，有的采样点是
24小时的，他们彻夜都没有休息，真的特
别不容易，为他们点赞！”

真实还原采样现场
“家门口的小店”令人倍感亲切

用漫画记录生活
点赞医护人员、民警和志愿者

补画“小鸭提醒”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我是一名在南医大二附院工
作多年的心血管医生，和很多同
行一样，每天都在医院从事着高
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常常忙得连
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吃饭也是简
单地两三口扒完。

早上，我刚上完一个
夜班，在科室早会上突然
听到了禄口机场一带再次
出现疫情的消息，需抽调
大量的医务人员去执行抗
疫工作。大家纷纷踊跃报
名。很快第一批 113位护
士组成了第一梯队，赶去
各个核酸采集点。

忙了一个白天，第一
梯队的同事们累得满头是
汗，有的像从水里捞上来
的一样，有的直接瘫在那
里不想说话。确实，在南
京赤日炎炎的盛夏，顶着
37℃的高温，穿着厚厚的
密不透风的隔离衣，戴着
口罩忙碌了一天，即使铁
打的人也吃不消。

排队做核酸的人群黑
压压一眼看不到尽头，但
大家都戴着口罩，保持着
一定距离，井然有序。周
围还有警察、社区工作人
员 、志 愿 者 们 在 并 肩 战
斗。热心的群众送来了水
果、矿泉水、冷饮。一个小
朋友还拿着小扇子硬要帮
我扇一会风。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鲜红的太阳慢慢升起来了。我们一夜
下来个个忙得腰酸背痛，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衣服从里面一直湿
到外，汗水可以直接拧出来。虽然不时地喝水，但仍然有一种严重
脱水的感觉，估计体重至少轻了好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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